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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考易考 100 个望文生义词语

1.安土重迁

错例：重庆市云阳县各级领导干部积极做好三峡库区农民外迁工作，安土重迁，

使移民高高兴兴地搬进新家。

分析：留恋故土，不肯轻易迁往别处。往往被误解为：喜欢和重视迁移。

2．半青半黄

错例：他气得脸色半青半黄，嘴唇哆嗦了半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分析：庄稼半熟半不熟，也可比喻事物或思想未达到成熟阶段。往往被误解为：

脸色铁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3．百里挑一

错例：我国企业遭遇的知识产权国际纠纷越来越多，但国内能够应对这些诉讼的

高级人才却是百里挑一，极度缺乏。

分析：一百个里挑一个，形容极为优秀、难得的人或物。往往被误解为：少之又

少。

4．白头如新

错例：老王和老李曾非常要好，20 多年前，两人产生了矛盾，一直互不理睬。

退休后，一件偶然的事，消除了他们多年的隔阂，两人和好如初，白头如新，大

家也为之高兴。

分析：白头，指白发，形容长。新，指初认识。相交时间虽久，但互不知心还跟

刚认识一样。指彼此交情不深。而例句将其误解为：友好到老。

5．不刊之论

错例：这篇文章内容粗俗，只有华丽的辞藻，竟然在报刊上发表，简直是不刊之

论。

分析：比喻不能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刊：削除，古代在竹简上写字，有错误

就用刀削去；不刊是说不可更改）。而例句将其误解为：水平低而不能刊登的言

论。

6．不寒而栗

错例：初春，乍暖还寒。他身着冬装，漫步在广阔的田野中，仍然觉得不寒而栗。

分析：天气不寒冷而身体发抖，形容非常惊恐、害怕。往往被误解为：天气不寒

冷而身体发抖。



关注微信 szhuatu 获取最新考试资讯

微信客服：gdetimes 2

7．不绝如缕

错例：大街上，商场里，到处是游玩购物的人，熙熙攘攘，不绝如缕。

分析：像细线一样连着，差点儿就要断了（绝：断；缕：细线）。多用来形容局

势危急或声音细微悠长。往往被误解为：连续不断。

8．不名一文

错例：黄秋园先生身后画名如日中天。谁能想象得到他生前在画坛不名一文，只

是南昌市银行的一位普通员工呢？

分析：连一文钱也没有（名：占有），形容极为贫困。往往被误解为：不出名，

没有名声。

9．不忍卒读

错例：在“文化大革命”岁月，报纸谎话、空话、假话、大话连篇，令人不忍卒

读。

分析：不忍心读完。形容文章内容悲惨动人，令人涕泪满面。容易误解为：文章

枯燥乏味而使人不想读。

10．不以为然

错例：对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有的同学不以为然，从长远的观点看，是要吃大

亏的。

分析：指不认为是正确的，多含轻视意。而上句误解为：不在意。

11．不孚众望

错例：在球迷的呼吁下，教练使用了巴乔，他在球场上果然不孚众望，多次挽救

了意大利队。

分析：指没有使群众信服（孚：使人信服）。而上句误解为：不辜负众人的期望。

12．不赞一词

错例：尽管他在这次比赛中表现出色，但教练不仅不赞一词，还总铁青着脸，这

使他感到很是意外和失望。

分析：指文章写得好，别人不能再添一句话(赞：添加)。也指一言不发。例句误

将“赞”理解为“赞扬”，将该成语错解为：不说一句赞扬的话。

13．不堪设想

错例：极端个人主义者总以为人都是为自己的，在他们心目中，那些舍己为人、

公而忘私的行为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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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事情的结果不能想象，指会发展到很坏或很危险的地步。此处把它误解为

“不可想象，不可理解”的意思了。

14．不足为训

错例：这样的小错误对于整个题目的要求来说是无伤大雅，不足为训的，我们决

不能只纠缠于细枝末节而忘了根本的目标。

分析：不能当做典范或法则（训：准则）。往往被误解为：不足以成为教训。

15．不足挂齿

错例：石景山区开办了北京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招收了 126名新生，但这对 8
万多名打工子弟来说，实在是不足挂齿。

分析：表示不值得一提，含轻视或自谦之意。往往被误解为：数量太少。

16．不知所云

错例：陈寅恪先生上课时旁征博引，还不时夹着所引史料的数种语言文字，这使

得外语尚未过关、文史基础知识贫乏的学生，简直不知所云。

分析：本为谦词，谓自己思绪紊乱，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今泛指言语混乱或空洞。

容易误解为：听话人听不懂。

17．侧目而视

错例：即使得了冠军，也不能对同伴侧目而视，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

分析：指斜着眼看。表示敬畏、憎恨、愤怒或鄙视的感情。不能将其误解为：骄

傲自满或仰慕对方。

18．曾几何时

错例：有人对歪风邪气深恶痛绝，可是轮到自己身处其中，也便随风而走。他们

忘了，曾几何时，自己对这些现象又是何等咬牙切齿。

分析：指时间过去没有多久。例句错误地理解为：在很久以前。

19．差强人意

错例：他们差强人意的服务质量，不仅给社区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而且有

损职能部门在公众中的形象。

分析：表示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差：稍微)。往往将其误解为：不能使人满意。

20．长此以往

错例：以前，有些西方国家对恐怖分子采取纵容甚至包庇的态度，长此以往，就

造成了如今恐怖袭击越演越烈之势。

分析：老是这样下去，只用于不好的情况，但不能用来追述过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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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春意阑珊

错例：初春的校园，篝火晚会上，大家陶醉在这春意阑珊的氛围中，有的在唱着，

有的在跳着，有的在谈着……欢乐围绕在每个人的身边。

分析：春天就要过去了（阑珊：将尽，将衰）。往往被误解为：春意正浓。

22．触目惊心

错例：杂技演员在空中飘来荡去，潇洒自如，一个个惊险刺激的动作让人感到触

目惊心。

分析：也作“怵目惊心”，意思是看到某种严重的情况引起内心的震动。多含贬

义。而上句误解为：看到惊险刺激的动作而惊心动魄。

23．充耳不闻

错例：你的心神全部灌注在呼吸上，连近身的声音也都充耳不闻。

分析：塞住耳朵不听，形容有意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能理解为：听不见。

24．大快人心

错例：最近，老王的女儿考上了公务员，儿子考上了大学，下岗的妻子也找到了

工作。老王乐得合不拢嘴：这真是大快人心啊！

分析：指坏人坏事受到惩罚或打击，使大家非常痛快。不能用于“一般的好事”。

25．大方之家

错例：告别时，他非要送我几件高档衣料不可，真是大方之家。

分析：泛指见多识广，学问深厚的人。不能理解为：大方的人。

26．得意忘言

错例：听到女儿考上重点大学的好消息，老李竟手舞足蹈，得意忘言。

分析：原意是言词是表达意思的，既然已经知道了意思，就不再需要言词，后比

喻彼此心里知道，不用明说。不能理解为：高兴得忘了要说的话。

27．登堂入室

错例：盗贼翻过围墙，撬开窗户，径直登堂入室，盗走了大量金银首饰和现金。

分析：比喻学识由浅入深，逐步达到很高的境界。不能误解为：进入厅堂房屋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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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对簿公堂

错例：双方为了一点小事发生争执，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平心静气的解决，

但是由于受了坏人的挑拨，最后不得不对簿公堂。

分析：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在公堂上接受审问。不能误解为：双方打官司。

29．豆蔻年华

错例：近年来，一些正值豆蔻年华的大学生沉迷在网吧里，从而荒废了学业，浪

费了青春，真让人痛惜不已。

分析：指女子十三四岁时（豆蔻：一种草本植物）。不能用于成年女子，更不能

用于男孩。

30．耳提面命

错例：电话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方便，但打电话有时并不是最好的联系方法，有

些事情非得耳提面命，一边说一边比划才能真正讲清楚。

分析：出自《诗经·大雅·抑》：“匪命面之，言提其耳。”意思是不但当面告诉

他，而且揪着他的耳朵叮嘱。后来用“耳提面命”形容恳切地教导。这里把这个

成语误解为“当面诉说”的意思了。

31．风声鹤唳

错例：走进山的怀抱，目观壮丽山色，耳闻风声鹤唳，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

分析：指溃逃的士兵听到风声和鹤叫都疑为追兵。形容惊慌疑惧。而上句误解为：

声音悦耳动听。

32．付之一笑

错例：获得市三好学生称号的王芳，从市领导手上接过奖牌，热泪盈眶，对着台

下付之一笑，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分析：一笑了之，表示毫不介意。不能误解为：对着别人微微一笑。

33．高山仰止

错例：“书山有路勤为径”，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更要努力攀登书山，而不能

高山仰止。

分析：高尚的道德使人向往。往往误解为：仰望高山因害怕而停止攀登。

35．高山流水

错例：雨过天晴，我们站在山崖边欣赏着高山流水，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分析：《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

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

后来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或乐曲高妙。也比喻知音或知已。往往只看字面意

思将其误解为：高山和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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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功高不赏

错例：此时韩信的贡献已无人可比，刘邦对他却功高不赏，这使得他们之间的矛

盾更加激化了。

分析：功劳极大，无法赏赐，形容功劳之大（不赏：无法奖赏）。而例句却将其

中的“不赏”误解为“不奖赏”之意了。

36．功败垂成

错例：厂长动情地说：“为了扭转目前的不利局面，我们将采用一种新的对策，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功败垂成，在此一举!”
分析：快要成功的时候遭到失败（垂：接近，快要）。多含有惋惜之意。例句只

看字面意思，理解为：成功或者失败。

37．涣然冰释

错例：由于太平洋暖流的影响，去年春天来得早，春节刚过，北海公园就涣然冰

释，让喜欢滑冰的人大失所望。

分析：像冰遇热消融一般（涣然：流散的样子；释：消散）。比喻疑虑、误会、

隔阂等完全消除。容易误解为：冰雪融化。

38．祸起萧墙

错例：没想到，由于楼房的工程质量不过关，结果造成重大事故，真是祸起萧墙。

分析：出自《论语季氏》：“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后用

“祸起萧墙”指事端或祸端发生在照壁里面（萧墙：古代宫室内当门的小墙，比

喻内部），比喻祸害产生于内部。例句将其误解为：事故从墙壁产生。

39．火中取栗

错例：在伊拉克战争期间，一些女记者直接到前线采访，其冒险程度无异于火中

取栗。

分析：一只猴子和一只猫看见炉火中烤着栗子，猴子叫猫去偷，猫用爪子从火中

取出几个栗子，自己脚上的毛被烧掉，栗子却被猴子给吃了（见于法国拉封丹的

寓言）。比喻冒危险给别人出力，自己却上了大当，一无所得。不能误解为：冒

着危险做事，勇气可嘉或者收取渔翁之利。

40．毁家纾难

错例：近年来，中东局部的战争接连不断，造成大量的难民毁家纾难，流离失所，

这一现象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

分析：捐献全部家产，帮助国家减轻困难(毁：破坏，毁坏；纾：缓和，解除)。
句中将其错解成为：毁家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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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海外奇谈

错例：出国考察回来之后，袁老师给同学们介绍了许多异域风情和海外奇谈，开

阔了同学们的视野，丰富了讲课内容。

分析：指没有根据的、稀奇古怪的谈论或传说。往往将其误解为：奇异之事。

42．间不容发

错例：近段时间，“超级女生”在全国巡回演出，每到一处，那场面人山人海，

摩肩接踵，真可以用间不容发来形容。

分析：中间容不下一根头发。比喻与灾祸相距极近或情势危急到极点。不是“形

容距离小”。

43．见微知著

错例：在繁忙而紧张的高三学习中，父母见微知著的关怀，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

使同学们备受感动和鼓舞。

分析：看到事物的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和问题的实质(微：小，指事物

微小的迹象;著：显明，指事物的发展)。句中误将该成语理解为：无微不至。

44．江河日下

错例：近几年，黄河、岷江的部分河段多次出现断流现象，面对这江河日下的情

况，人们开始冷静地思考环保问题。

分析：比喻事物日趋衰落，情况一天不如一天。例句将其误解为：水流一天天在

减少。

45．噤若寒蝉

错例：天突然变凉了，同学们衣衫单薄，一个个噤若寒蝉。

分析：一个个都默不作声，就像秋天不叫的蝉（噤：闭口不言）。而上句误解为：

冻得受不了。

46．紧锣密鼓

错例：伴随着穆沙拉夫的强硬态度，巴方的军事行动也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分析：比喻事前紧张的舆论准备工作。常错误地把它理解为：行动正在紧张的进

行。

47．久假不归

错例：人事处通知，对那些久假不归的同志要查明情况，对其中的无故旷工者要

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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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长期借去，不归还(假，读 jiǎ，意思是“借”；归：归还)。常被误解为：

休很久的假期，不去上班。

48．慷慨解囊

错例：英国的一项科学研究显示，播放一些古典音乐能促使食客情不自禁地慷慨

解囊，有助于增加酒店的收入。

分析：毫不吝啬地拿出钱来帮助别人。这个成语的意义指向为“助人”，而非“为

己”。此处把它误解为“大方地掏出钱来消费”的意思了。

49．鱼龙混杂

错例：张老师针对班上同学鱼龙混杂的现状，讲课时注意分层指导。

分析：鱼龙混杂：比喻各色各样的人混在一起，成分复杂，好坏难分。例句将其

误解为：学习成绩参差不齐。

50．临危授命

错例：最近，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袭击了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中央军委临

危授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力以赴，投入抗灾救灾战斗，谱写了听党指挥、

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新篇章。

分析：指在危亡关头勇于献出生命。常被误解为：在危亡关头下达命令。

51．屡试不爽

错例：为了明天的实验测试能顺利过关，他已将要做的实验做了很多次了，可屡

试不爽。

分析：屡次试验都没有差错（爽：差错）。往往将其误解为：多次实验都不成功。

52．马革裹尸

错例：那个时候，张大爷穷困潦倒，衣食无着，十分令人痛心，到头来只落得马

革裹尸的结局。

分析：用马皮将尸体包裹起来，指英勇杀敌，战死疆场。往往将其误解为：死得

很惨，死后连埋葬的棺材和地方都没有。

53．美轮美奂

错例：博物馆里保存着大量有艺术价值的石刻作品，上面的各种花鸟虫鱼、人物

形象栩栩如生，美轮美奂。

分析：形容房屋华美高大而众多（轮：高大；奂：众多）。例句却将其误解为“美

好”之意了。



关注微信 szhuatu 获取最新考试资讯

微信客服：gdetimes 9

54．明日黄花

错例：老校长拍着孩子们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明日黄花，是祖国的

未来和希望，一定要努力学习啊。”

分析：这个成语原出自苏轼诗《九日次韵王巩》：“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

也愁。”原指重阳节过后，菊花即将枯萎，便再也没有什么好玩赏的了。以后人

们便用“明日黄花”比喻已失去新闻价值的报道或已失去应时作用的事物，沿用

至今。例句将其误解为：未来的花朵。

55．名正言顺

错例：叶圣陶先生说，苏州园林是我国各地园林的标本。这次去苏州游览了几个

园林，果然觉得名正言顺。

分析：名义正当，道理也讲得通。后指做事理由正当而充分，含有理直气壮的意

思。例句误解为：说法与实际情况相符。

56．目无全牛

错例：各部门都要有全局观念，那种目无全牛而忽视整体利益的做法是错误的。

分析：语出《庄子·养生主》，原指解剖牛的肢体时，看到的是其各个相连部分

的空隙，已不再注意牛的外形，后用以比喻技艺已达到十分纯熟的境界。这个成

语是个褒义词，不能误用作贬义词。例句将其误解为：没有全局观念或看不到整

体。

57．目不窥园

错例：做人要正派，喜欢探索他人的隐私是不道德的，因而要做到目不窥园。

分析：西汉董仲舒专心读书，“三年目不窥园”（见于《汉书董仲舒传》）后世用

“目不窥园”形容埋头读书。例句将其误解为：眼睛不窥视他人的园子。

58．拍手称快

错例：文艺演出现场，身着盛装的表演者光着脚，微笑着，一边跳着傣族舞，一

边向人们泼水致意，在场群众纷纷拍手称快。

分析：拍着手喊痛快，多指仇恨得到消除。只是照字面理解为“拍着手喊快”，

没有意识到“多指仇恨得到消除”，自然用错了。

59．萍水相逢

错例：他们俩分别近十年，想不到在这里萍水相逢。

分析：素不相识的人偶然相遇。例句将其误解为：相逢或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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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巧夺天工

错例：翘首西望，海面托着的就是披着银发的苍山。苍山如屏，洱海如镜，真是

巧夺天工。

分析：人工的精巧胜过天然（夺：胜过），形容技艺十分巧妙。不能用于“自然

本身”。

61．期期艾艾

错例：自负的他怎么也没想到，那年高考，期期艾艾盼来的竟然是专科学校的录

取通知书，这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分析：汉代周昌口吃，有一次跟汉高祖争论一件事，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

期知其不可”（见于《世说新语言语》）。后来用“期期艾艾”形容口吃，说话不

利索。例句将其误解为：焦急期盼。

62．七月流火

错例：高考提前一个月进行，使莘莘学子从七月流火的最炎热的日子里解脱出来，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考生的关怀。

分析：指天气渐渐转凉。例句将其误解为：天气炎热。

63．曲尽其妙

错例：粤剧名宿陈非侬不但善于表演人物的内心情感，在唱功上也字正腔圆，抑

扬顿挫，曲尽其妙。他的念白功夫尤其独到，往往在“打引”上场后，几句诗白

便具有摄人心魄的魅力。

分析：委婉地将事物的妙处生动细致地表现出来（曲：委婉）。例句却将其误解

为“唱曲”之意了。

64．如水投石

错例：他的提案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反映了广大群众的呼声，如水投石，代表们

展开了热烈讨论。

分析：像水泼向石头上，点滴不入。比喻听而不闻或言论毫无效果。这里错解为：

石头投入水中，击起无穷波浪，形容反映强烈。

65．如履薄冰

错例：他这样做自以为很稳妥，其实是如履薄冰，稍不注意就会出现错误。

分析：指做事小心谨慎。这里误解为：危险。

66．三人成虎

错例：你应该和朋友合作搞这个课题，要知道三人成虎，众志成城。

分析：成语出自《战国策·魏策》。本来是讽刺魏惠王无知的，但后世人从这个

故事中提炼出“三人成虎”这句成语，乃是借来比喻有时谣言可以掩盖真相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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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后比喻流言惑众，蛊惑人心。多被人误解为：只要团结合作就像老虎一样力

量强大。

67．三年之艾

错例：张老师向校长恳求说：“这次机会对我来说实在太难得了，一旦失去，将

给我留下三年之艾，甚至遗恨终生。”

分析：指事先早作准备。例句将其误解为：三年的悔恨。

68．三姑六婆

错例：每次碰到那些三姑六婆之类的老一辈人，总要听他们唠叨，今天还不又是

这样？说谁家的闺女好，要给我介绍对象，虽然烦得不得了，嘴上还是得答应，

唉，真拿她们没办法。

分析：三姑指尼姑、道姑、卦姑；六婆指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

旧社会里三姑六婆往往借着这类身份干坏事，因此通常用“三姑六婆”比喻不务

正业的妇女。例句将其误解为：姑姑、外婆之类的长辈。

69．上下其手

错例：那位大师在台上讲得天花乱坠，兴之所至，眉飞色舞，上下其手。

分析：比喻暗中勾结，玩弄手法，串通作弊。例句将其误解为：频繁做手势。

70．上行下效

错例：只有领导干部严格自律，为政清廉，才能上行下效，使整个社会风气得到

好转。

分析：上面的人怎么做，下面的人就跟着怎么干。指跟着干坏事，贬义。不能理

解为褒义。

71．身无长物

错例：听说此次软件开发大赛强手如林，王刚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自己的基本技

能虽然过硬，但身无长物，如何取胜。

分析：除自身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贫困。常误用来形容没有特长。

72．生吞活剥

错例：这些曾经认为李明会给他们带来福音的人们，都怒气冲冲看着李明，恨不

得把他生吞活剥，以解被骗之误。

分析：原指生硬搬用别人诗文的词句，现比喻生硬地接受或机械的搬用经验、理

论等。不能理解为：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或残忍地报复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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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师心自用

错例：在学习上也是这样，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要善于动脑筋，师心自用，才

能学深学透。

分析：形容固执已见，自以为是。容易误用为：善于学习借鉴，为我所用。

74．石破天惊

错例：改革开放的成果越来越令人瞩目，许多来中国的人都有感于二十几年来中

国发生的石破天惊的变化。

分析：比喻文章议论新奇惊人。不能用于“惊人的消息或变化”。

75．始作俑者

错例：在这个厂里，他是敢于摔了铁饭碗，而干个体的始作俑者，在他之后，不

少人或辞职，或停职，投入到下海的潮流中。

分析：孔子反对用俑殉葬，他说，开始用俑殉葬的人，大概没有后嗣了吧！（见

于《孟子·梁惠王上》）比喻某种坏事或恶劣风气的创始人。是个贬义词，上句

中仅仅将它理解为“第一个”，显然是不当的。

76．首当其冲

错例：发展生产力是当前首当其冲的大事，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分析：比喻最先受到攻击或遭到灾难。不能误解为：冲在最前面或者首要的。

77．弹冠相庆

错例：当中国女排捧回冠军奖杯时，举国弹冠相庆，无不佩服陈忠和教练的坚韧

和勇气。

分析：弹冠：掸去帽子上的尘土。《汉书·王吉传》：“吉与贡禹为友，世称'王阳

在位，贡公弹冠’，言其取舍同也。”本谓王吉、贡禹两人友善，王吉做了官，贡

禹也准备出仕，后以“弹冠相庆”指一人当了官或升了官，他的同伙也互相庆贺

将有官可做。多用作贬义。常被误解为中性的互相庆贺。

78．叹为观止

错例：工商行政部门在这次打假行动中，共没收了三卡车假货，从假百货到假食

品无所不有，令人叹为观止。

分析：形容赞叹所见到的事物好到了极点，而上句误解为：令人吃惊。

79．危言危行

错例：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危言危行，势必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唾弃。

分析：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危：正直)。褒义词。往往将其误解为：散布危

险言论，做危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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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人空巷

错例：这部精彩的电视剧播出时，几乎万人空巷，人们在家里守着荧屏，街上显

得静悄悄的。

分析：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子里出来，到了大街上。形容盛大的集会或新事物把

许多的人都吸引出来了。常被人误解为：指巷子里静悄悄的，空无一人。

81．望其项背

错例：成都五牛俱乐部一二三线球队请的主教练及外援都是清一色的德国人，其

雄厚财力令其他甲 B球队望其项背。

分析：能够望见脖子和背,表示赶得上或比得上。不能误解为：比不上，差得远。

82．望洋兴叹

错例：“瓦良格”号这个海上巨无霸，不能走向海洋，只能望洋兴叹，不能不说

是当代航母的一个悲剧。

分析：原指在伟大事物面前感叹自己的渺小，现多比喻做事时因力不胜任或没有

条件而感到无可奈何。不能误解为：望着大海发出感叹。

83．文不加点

错例：他最近出版了一本文不加点、几乎没有注释的旧体诗集子，这样的书，读

起来确实累人。

分析：点：涂上一点，表示删去。整体意思是指写文章一气呵成，无须修改，形

容文思敏捷，写作技巧纯熟。往往将其误解为：写文章不加标点。

84．五风十雨

错例：今年入夏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五风十雨，导致洪水泛滥，大量庄稼被淹没。

分析：五天刮一次风，十天下一次雨。形容风调雨顺。往往将其误解为：又刮风

又下雨，风雨交加。

85．无所不至

错例：领导十分关心新员工的生活，对家人的就业、小孩的入学等问题都无所不

至地一一过问，这令他们很感动。

分析：没有什么不去做。指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它是个贬义词。这里把它误解

为褒义的“无微不至”了。

86．无所不为

错例：这些年轻的科学家决心以无所不为的勇气，克服重重困难，去探索大自然



关注微信 szhuatu 获取最新考试资讯

微信客服：gdetimes 14

的奥秘。

分析：它是一个贬义词，指没有不干的事情，什么坏事都干。可该词常被人误解

为褒义词“什么都敢做”的意思。

87．无出其右

错例：他心爱的书籍，经过再三处理，还是没有地方放置，只能堆在地上或塞在

床下，生活的屈辱和窘困，无出其右。

分析：指在某方面居领先地位，没有能超过他的（出：超出；右：上，古代以右

为尊）。往往将其误解为“没有比他更坏的”，这种误解主要是因为有人把“右”

与“右倾”划等号，认为“右”就是不好。

88．细大不捐

错例：当人们纷纷向灾区人民捐钱捐物的时候，你却无动于衷，细大不捐，这样

做，不感到羞愧吗?
分析：指兼收并蓄，小的大的都不舍弃（细：小；捐：舍弃）。例句将其误解为：

什么都不捐献。

89．下车伊始

错例：为了做一名优秀歌手，她多次到北京拜师学习，每次下车伊始便直奔老师

家，舍不得浪费一分钟。

分析：旧指新官刚到任（下车：指新官到任；伊始：开始）。现比喻带着工作任

务刚到一个地方。例句将其误解为：刚下车。

90．下里巴人

错例：有些人瞧不起民间剪纸，认为这只是下里巴人创造的玩意儿，没有艺术价

值，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分析：“下里巴人”原本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种民间流行的歌曲，后来泛指通俗

的文学艺术，常跟“阳春白雪”对举，在这里想当然的把它误解成了“平民百姓”

或“下等人”。

91．胸无城府

错例：在《群英会蒋干中计》中，作者罗贯中运用生动细致的动作、神态描写，

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胸无城府却又自作聪明、十分迂腐可笑的蒋干形象。

分析：形容待人接物坦率真诚，心口如一，褒义。不能误解为：缺乏谋略。

92．休养生息

错例：今天，江西、湖南一带烈日炎炎，紫外线辐射强烈，大家最好不要外出，

在家休养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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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在国家大动荡或大变革之后，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生活，发展生产，恢

复元气。这里把这个成语误解为“休息”的意思了。

93．寻章摘句

错例：为了写好这篇文章，刘教授查找文献，寻章摘句，做了上千张卡片，费了

很多时间和精力。

分析：读书时只摘记漂亮的词句，不深入研究；写作堆砌现成词句，缺乏创造性。

不能误解为：引用书籍中的话语，材料。

94．一言九鼎

错例：他最看重诚信，总教育孩子要做个一言九鼎的人。

分析：说话有份量。不能误解为：守信用。

95．与人为善

错例：文明礼貌，和气待人，这种与人为善的美德，不仅商业中需要提倡，其他

行业活动中也该提倡。

分析：指赞成人学好，现指善意帮助人。不能误解为：文明礼貌，和气待人。

96．炙手可热

错例：家用电器降价刺激了市民消费欲的增长，原本滞销的彩电，现在一下子成

了炙手可热的商品。

分析：源于唐代杜甫《丽人行》：“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原义是

手一接近就感到很热，使人接近不得。比喻一些人权势很大，气焰嚣张，使人不

敢接近。显然例句把“炙手可热”误解成为热门、抢手之意。

97．振聋发聩

错例：我国乒坛健儿在四十三届世乒赛男团决赛中以三比二力克瑞典队勇夺冠

军，体育馆内振聋发聩的欢呼声淹没了场外的雷声和雨声。

分析：振聋发聩比喻用语言文字唤醒糊涂人。上句将其误解为：声音很大。

98．罪不容诛

错例：他不是有意的，况且他还不满十六周岁，我认为他罪不容诛。

分析：杀了也抵不了所犯的罪恶，形容罪大恶极。例句却误解为“罪不至死”的

意思。

99．坐地分赃

错例：这伙盗贼真是猖狂，竟然在犯罪现场坐地分赃，结果被及时赶到的警察全

部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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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匪首、窝主等）不亲自偷窃抢劫而分到赃物。往往将其误解为：在犯罪

现场分赃物。

100．作舍道边

错例：小张夫妇下岗后作舍道边，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还很不错。

分析：比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于成事。往往将其误解为：在道路边建造房

屋。

想了解更多的招考资讯，可以添加郑老师微信号（gdetimes）


